
2017~2018学年广东广州越秀区广州大学附属中

学初二下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A. 屹立/收讫          龟裂/龟寿延年 B. 门框/眼眶          脑壳/金蝉脱壳

C. 雾霭/和蔼          归省/发人深省 D. 晦暗/侮辱          安塞/塞翁失马

下列词语中加粗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项是1

A. 蹿掇  斡旋  海枯石烂  草长莺飞 B. 缄默  迁徙  悄怆幽邃  周而复始

C. 潮夕  思慕  人情事故  销声匿迹 D. 凋零  沙烁  垂珠联珑  嘎然而止

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2

A. 宣讲  礼赞  交流  启蒙 B. 启蒙  交流  礼赞  宣讲

C. 礼赞  宣讲  启蒙  交流 D. 交流  礼赞  宣讲  启蒙

根据语境，依次填写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在《敬业与乐业》中，我们听到了文化巨人梁启超对人生与事业关系的   ①   ；在《纪念伏

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中，我们听到了文坛泰斗雨果对另一位大师伏尔泰的   ②   ；在《傅

雷家书》中，我们读到了著名学者傅雷和儿子傅聪的艺术   ③   ；在《致女儿的信》中，我们读

到了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女儿的爱情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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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在经典诵读比赛的舞台上，动情的朗诵让人声泪俱下，变幻的舞台背景让人目不暇接。

为积极响应十九大报告精神，学校领导研究并听取了师生关于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做习主席

的好学生”活动的意见。

这一桩发生在普通家庭中的杀人悲剧在亲戚当中也有着不解和议论，要说小莉的妈妈不爱她家

里人谁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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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累与运用（35分）



D. 专家提醒，油梨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表面常常粘附着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和农药，所以大家

食用前应该洗净削皮较为安全。

A. ⑤①③②④ B. ①③②④⑤ C. ⑤③①②④ D. ①③⑤②④

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①从古代史到现代技术，从数学到插花，不精通各种知识就一事无成。

②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六分钟之后，也可能在六个月之后，六年之后。

③因为这些知识随时都可能进行组合，形成新的创意。

④但当事人坚信它一定会出现。

⑤富有创造性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使自己学识渊博。

5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回答问题。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

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

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6

这段激动人心、被千千万万青年人作为座右铭的文字，是出自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作者是            ，这句话是书中主人公            对生命的诠释。

（1）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曾高度评价这部作品：“整个苏联文学中暂时还没有如此纯洁感人，如

此富有生命力的形象。”请结合小说中具体的一个情节，说说主人公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

理由。

（2）

古诗文默写7

A.

B.

C.

D.

E.

F.

根据课文内容，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忽逢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桃花源记》）

参差荇菜，琴瑟友之。窈窕淑女，左右采之，（《诗经·关雎》）

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柳宗元《小石潭记》）

蒹葭萋萋，白露未希。所谓伊人，在水之湄。（《诗经·蒹葭》）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诗经·子矜》）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青。（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1）

根据课文内容，请补写出上句或下句。（2）

            ，不可知其源。（柳宗元《小石潭记》）1

气蒸云梦泽，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2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            。（《诗经·蒹葭》）3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陶渊明《桃花源记》）4

与君离别意，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5



            ，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子衿》）6

根据语境，在横线上填入恰当的古诗词名句。（3）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摈弃了赠别诗经常有的哀怨和悱恻，写得乐观

开朗。其中最能表现诗人用宽阔胸襟劝慰友人的诗句是：“            ，            ”。

1

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含蓄的表达了诗人求仕之心（希望求官、服务社

会）的诗句是：“            ，            ”。

2

根据课本，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粗词的意义。8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            （陶渊明《桃花源记》）（1）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柳宗元《小石潭记》）（2）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陶渊明《桃花源记》）（3）

卧右膝，诎右臂支船            （魏学洢《核舟记》）（4）

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柳宗元《小石潭记》）（5）

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核舟记

明·魏学洢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

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

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石青糁之。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

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

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

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

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

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

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嘻，技亦灵怪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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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和鉴赏（45分）



A.

B.

C.

D.

下列选项中加粗字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

为宫室、器皿、人物                     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           珠可历历数也

而计其长曾不盈寸                         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

（1）

请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

（2）

A.

B.

C.

D.

对《核舟记》一文的理解，以下选项不正确的一项是

本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

的一个著名掌故——“大苏泛赤壁”。

文中塑造了两个舟子形象，更有力地突出了“泛舟”的主题，也渲染了舟中轻松、愉悦的

气氛，跟船头的情景互相呼应。

“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再次显示了雕刻家的高超技艺。题名用红色，篆章用黑色，对照

鲜明，于此可见雕刻家的细心。

文中结尾用“灵巧”照应“奇巧”，核舟体积小，内容丰富，赞叹核舟技艺巧夺天工，突出

了王叔远的精湛技术，构思巧妙。

（3）

阅读下面这首古诗，然后回答问题。

式微

《诗经·邶风》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 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10

①

②

“式微①”的“微”和“微②君之故”的“微”分别是什么意思？（1）

“胡不妇”的原因是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2）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小题。

“世界因你美丽——2016-2017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现场实录（片段）

3月31日晚，“世界因你美丽——2016-2017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的绚丽

揭幕，在盛典舞台上，我们将向世界讲述本年度的精彩华人故事。各主办媒体机构将对盛典活动

进展进行全程关注和报导。同时，凤凰卫视中文台、欧洲台、美洲台、香港台和凤凰网将向全球

播出颁奖礼盛况。

以下为现场发回的精彩实录：

【材料一】

贝聿铭的建筑超越时空，传递着中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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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谢谢大家。诸位好。他们跟我说越往后面出来的主持人越重要，所以我刚才一直不

肯出来。但是现在必须出来，要不然活动没法结束。当然，我出来不代表结束，后面还有更重要

的鲁豫呢，但是我出来是代表高潮部分到了。

让我倍感荣幸的是，我将要介绍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获奖人是一位马上就要一百岁

的老人，他就是举世公认的建筑大使贝聿铭先生。经常听他们建筑师自嘲说我们就是一个盖房子

的。房子，我现在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对房子的感情很深很深，有的人为了房子离京，有的人为

了房子离婚，有的人看房子就像看见票子，有的看见房子就像看见孩子，孩子的学区房。还有的

人他们盖的房子成了“典范”，妨碍世容的“典范”。还有的人他们盖的房子，成了笑话，拆了真古董

盖假古董的笑话。

贝大师是怎么看房子的？他认为建筑不是一时的哗众取宠，建筑是拿一百年、一千年来衡

量。所以贝大师自己活个一百年给大家看看，身体力行。其实说起建筑，当着清华老师和学生的

面，我必须向你们坦白，我这个惊人的无知程度。为什么我一说建筑必要说贝聿铭，因为贝聿铭

是我唯一知道名字的建筑师。说起来真的特别丢人，就是出去旅游看到很多精彩建筑，哎，不知

道是谁设计的，就是一路催着导游，找那个贝聿铭那个楼，找贝聿铭那个楼。后来我发现很多中

国导游其实跟我是一个水平，带着旅游团到世界各地，有一个主要的景点就是找贝聿铭盖的那个

楼。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但是我的确到世界各地，能够跟人吹牛的就是这个贝聿铭。比方

说到这个巴黎卢浮宫指着那个玻璃金字塔我就可以跟身边那个人说，知道吗，贝聿铭设计的。到

了美国，找到肯尼迪图书馆也可以跟人吹牛老贝设计的，感觉跟人挺熟。在家里看电视看到多哈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赶快叫家里人来看，知道吗，这是中国人设计的，中国人能设计成这样。

贝聿铭大师可以吸收古老营养融汇到现代艺术当中。听说贝大师其实很会聊天，擅长社交，

但是他特别不爱解释他自己的作品，也很少公开宣称他有什么理论，大师无言，建筑无言，要咱

们自己去体会。比方说我体会贝大师的很多作品，我感到像是梦幻，无穷的点面块三角形，能够

折射出不同的文明之光。当然，他的贡献不止于此，去年去苏州博物馆看一个朋友的画展，这个

画展看了半个小时，这个馆看了一个小时，我看这个馆我倒看出了中国园林的神韵，所以我当时

在这个苏州博物馆新馆，我一下子觉得我成了贝聿铭，当然这挺无耻的。我觉得我替他感慨，因

为贝先生的祖籍就是苏州，他们家当年是名门望族，人家贝先生小时候就在苏州狮子林玩，那就

是人家家里私人花园，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渊源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在那里我把自己代入他，我

替他老人家感慨一番。小时候就从这里离开祖国，走遍世界，走遍大千世界，百年风雨，功德圆

满。

窦文涛：百岁吉祥的贝老人，非常有心，他特别请他的侄子贝念骐先生来到了现场，代他登

台领奖，有请贝念骐先生。同时请陈行长为我们颁出2016-2017年“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

奖”，恭喜。下面有请贝念骐先生发表获奖感言。

【材料二】

建筑无国界，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中国的血液

贝念骐：再过几周就马上是贝老的生日，这个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我来之前，贝

老亲自写了一段感言，我在这代他念给各位听：



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我离开祖国已经80年了，大家还能够记得我，我感到非常的

高兴。那么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而且在西方受教育的建筑师，我很自豪，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

中国的血液。建筑无国界，也给世界带来了美丽。再次感谢大家。祝福各位。

【材料三】

贝聿铭老先生是全球华人心目中公认的传奇

陈四清（中国银行行长）：来给贝老颁发终身成就奖，我感到非常荣幸。贝老与中国银行的

缘分很深，他的父亲贝祖诒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银行家，曾先后出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总经

理、香港分行第一任总经理。

贝老是举世公认的现代建筑大师，曾为中国银行设计总行大厦和中银香港大厦，他在世界各

地设计出一栋栋传世之作，已成为全球华人心目中公认的传奇。他的人生舞台，有一代代华人的

奋斗身影，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也有未来世界的光影投射。他运用建筑语言，找到了一种使

中国走向世界的方式，使中国元素自然融合入任何一种文明维度，使中国文化为世界所广泛接

纳。

下个月26日，贝老百岁寿辰将至，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贝老松柏长春！吉祥如意！

（选自凤凰卫视网）

A.

B.

C.

D.

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贝大师是怎么看房子的？他认为建筑不是一时的哗众取宠，建筑是拿一百年、一千年

来衡量。所以贝大师自己活个一百年给大家看看，身体力行。”此处体现了窦文涛语言

的风趣幽默。

窦文涛说“后来我发现很多中国导游其实跟我是一个水平，带着旅游团到世界各地，有

一个主要的景点就是找贝聿铭盖的那个楼”，其目的是为了赞扬贝大师的作品遍布世界

各地。

窦文涛说贝大师其实很会聊天，擅长社交，但后面又说贝大师特别不爱解释他自己的

作品，也很少公开宣称他有什么理论，这显然是前后矛盾，是窦先生的口误。

窦文涛说去年去苏州博物馆看一个朋友的画展，画展看了半小时，博物馆看了一个小

时，在参观苏州博物馆的过程中，看出了中国园林的神韵。

（1）

A.

B.

C.

D.

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贝聿铭和中国银行的缘分很深，只是因为他曾经设计过中银大厦和中银香港大厦。

贝聿铭运用建筑语言，把中国元素融合入任何一种文明维度，使中国文化为世界所广

泛接纳。

贝聿铭血管里虽然流淌着中国的血，但他很自豪自己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

陈行长来给贝老颁发终身成就奖，感到很荣幸，因为他和贝老的父亲是老朋友了。

（2）

结合材料一，说说贝大师建筑设计有什么特点？（3）

中国人对房子有很深的感情，为了房子可以做很多离谱的事情，透过房子还能看到各种不

同的东西，你理解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吗？结合生活实际，说说你的理由。

（4）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小题。

我的“阿㜷”

温儒敏

①“阿㜷”（“㜷”读mi）是我对母亲的称呼，如同叫“妈妈”。后来才知道这是古音，有些客家人

保留了这种古代的称谓。我从小就这样称呼妈妈，有些特别，反而觉得亲切。遗憾的是“阿㜷”离

开我们12年了，我已经有12年没有当面喊过“阿㜷”了。每年回广东老家给父母扫墓，兄弟姐妹、

亲戚友朋几十口人，到了墓前拔草、祭奠、放鞭炮，每次都是那样“热闹”一番就过去了。我就

想，若有机会能安静一点，让我一人在墓前坐坐，喊几声“阿㜷”，和母亲说说话，该多好呀。

②今年，我特意选择一段平常的日子，与妻子回老家扫墓。到墓地的人少，祭扫完毕，和妻

子及陪同的亲戚说，请你们先去别处等我，让我单独和“阿㜷”说说话。这才有了和我的“阿㜷”独

处、可以痛快地喊声“阿㜷”的机会。

③二十年前，“阿㜷”随我姐姐住广州，后又跟妹妹居深圳，年迈多病，心里肯定很盼我去看

看她，但从来没有明说过。我老是工作呀、事业呀，一二年才去探望一次。“阿㜷”患青光眼，视

力极差，模模糊糊见到儿子，满脸皱纹松弛下来，绽放出笑容。但我每次回去探望也就住三五

天，还有许多应酬，便要匆匆回北京了。她便有些焦虑，尽管不舍，还总是说，工作要紧，看看

就赶紧回吧。现在回想，为何不能多陪老人几天，真的就那么忙，一年到头就很难多挤些时间

和“阿㜷”说说话吗？而现在只能在墓地里和“阿㜷”说话了，真是后悔呀。

④“阿㜷”名黄恩灵，1917年生于广东紫金一个基督教家庭。我外祖父是牧师，毕生传教，乐

善好施，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牧师享年85岁，去世时正值“文革”爆发，却也未曾受到冲击，甚

至还有很多人披麻戴孝去参加葬礼，这也堪称传奇。“阿㜷”幼时颇受父母宠爱，上过教会学校，

读到初中毕业。在二三十年代，女孩子读书是非常奢侈的事。19岁，她由父母做主嫁给我父亲温

鹏飞（望生）。父亲出身贫寒，虽然我祖父是“崇真会教士”，也以传教为业，但“级别”比牧师低，

家里穷。父亲十六七岁就离家外出打工，在香港东华医院当学徒，多年苦练掌握了一些医术。28

岁到紫金龙窝镇开设西医诊所，是当地最早的西医之一。“阿㜷”嫁给父亲是不太情愿的，据说新

婚不到一个星期就写信回娘家诉苦，毕竟大家闺秀，一时适应不了比较苦的生活。但也就这样互

相扶持，过了一辈子，生下9个孩子（有2个夭折了）。父母都很爱我们，他们很辛苦地把我们兄

弟姐妹七人全都养育成人。

⑤“阿㜷”有“男女平等”的想法，性格倔强，总希望能相对独立，有一份自己的工作。50年代

土改时，她独自一人带着我的2个姐姐回去乡下，分了田地，盖起房屋。一个女人家，多不容

易！后来公私合营，父亲的诊所被强行合并到国营的卫生院，父亲当了卫生院的医生。“阿㜷”说

自己连拉丁文都认识，看得懂药方，也要求去卫生院“工作”。那时有个“工作”似乎是很体面的事

情。“阿㜷”果真当了大半年的药剂师，每天上班穿着白大褂给病人拿药。那是她最舒坦的日子，

后来常常要提起的。

⑥可惜很快就赶上各种运动，“阿㜷”重又回家当家庭妇女。此后几十年，经历了大跃进、三

年困难时期、“文革”动乱，一家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工资每月80元，当时可

谓高薪。可是家里人口多，7个孩子都要上学，花销很大，总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阿㜷”要靠

为人家织毛线衣来补贴家用。一件毛衣织七八天，也就得八九元工钱，她总是在昏暗的油灯下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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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织，把眼睛都熬坏了，后来得了青光眼。

⑦“文革”前后，父亲先是下放到乡下，降格为“赤脚医生”，后又到一个制作铁锅的小厂当厂

医，他到七十多岁才退休，常年累月在外边，很多时候都不能和“阿㜷”在一起。孩子们陆续都成

家了，像我早就远走高飞、到遥远的北京上学了，“阿㜷”经常一个人守着小镇上的店家，后来又

独自回去乡下的老家，过“空巢”生活。那时她六十多岁了，还得自己烧柴打水。我们也不时会寄

点钱给她，她连一盏灯都舍不得点，孩子们寄来的生活费，绝大部分都捐献给了当地的教会了。

据教会人士说，“阿㜷”的奉献是全县第一多。其实当时我们也知道她总是省吃俭用在做捐献，但

只能随她，这是精神依托。

⑧兄弟姐妹都想接“阿㜷”到城市住，7个子女的家她都住过，但终究还是想住自己的老屋。有

一年回去她和我说，老了，还和“徙兜猫”（客家话，意思是居无定所的猫）一样！有些伤感。“阿

㜷”何尝不想和孩子在一块，可是住个三月五月，她又要回乡下。“阿㜷”希望一个人独立清净，更

怕“拖累”孩子，她总是为孩子着想。一直到80岁上下，实在走不动了，才不得不到广州深圳等

地，由我的姐妹来照顾她。她最后就终老在深圳——对她来说总是喧嚣而又陌生的城市。

⑨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我也曾经接她老人家到北京来过，那是母子团聚的欢乐时光。上街

时，我想搀扶她，她会突然甩开我，表示还不至于老成那样呢。我们陪她游北京动物园，她有些

返老还童，最喜欢看老虎、狮子和大象，扒着围栏老半天不愿离开。那时我在中南海的业余大学

兼课，想办法找来参观券，陪她参观过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我们还游览过颐和园与故宫。每当她

看到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就会像孩子一样惊呼“果绝呀！”（这是客家话中骂人的话，常在惊叹

无语时使用。）这时，我是多么惬意。

⑩可是“阿㜷”两次来京，都只住了个把月，就着急要回广东。她眼睛不好，希望住亮堂的地

方，而我当时的寓所在未名湖北畔，老旧的四合院，树荫和竹影太浓，她觉得暗，住不惯。现在

想来，“阿㜷”的不惯，也因为我当儿子的照顾不周。比如，有什么我们觉得好吃又有营养的东

西，总希望“阿㜷”能多吃点，若老人不吃，就跟她急，不会从老人角度想想，为何不吃。我对自

己的孩子有耐心，但对老人就不见得，当初若有对孩子耐心的三分之一去侍奉“阿㜷”，也许再“不

习惯”，她也乐于在北方多住些时日吧。

⑪现在，我能做什么？只能一两年找个机会，独自上山坐在“阿㜷”的墓前，和她说说

话，“逗”她喜欢。

⑫墓前待久了，有时仿佛又能看到“阿㜷”正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拿着放大镜费劲地读圣经。

阳光透过窗户流泻在“阿㜷”佝偻的身上，如同一幅迷离的油画。

2016年1月

从行文结构上看，作者运用了倒叙的方法，从第四自然段才开始记叙“阿㜷”的生平事迹。

请概话前三段的内容并填入下面的括号中。

“阿㜷”的基本情况——            ——            ——“阿㜷”的生平事迹

（1）

文中划线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请结合文本内容进行赏析。（2）

请结合文本概括出两点作者的“阿㜷”的美德并作简要分析。（3）

作者写“阿㜷”基本都是在叙述，很少用描写、抒情和议论等表达手法。请问你认为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

（4）



作者写“阿㜷”，并没有选择孩提时代“阿㜷”如何疼爱自己、如何教育自己的素材，只是叙

述了“阿㜷”漫长的一生中经历的很多时代的变化和人生的波折，以及她如何对待的材料，

对此你如何评价？

（5）

按要求写作。

成长的道路上，家长的呵护、老师的教诲、同学的启迪、书香的熏陶……使穿枝拂叶的我

们，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就这样慢

慢长大”为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1）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2）不少于600字，不出现真实校名、人名。

（3）书写工整规范。

13

三、作文（共40分）


